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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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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安排工作  

3. 审议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在其 2003 年报告中论及的下列事项  

(a) 缔约方的受控物质必要用途豁免提名 第 IV/25 号决定,第 6段 )  

(b) 修改 必要用途提名手册 (第 XII/2 号决定 第 10 段及第 XV/5 号决

定 第 9 段)  

(c) 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提名(第 IX/6 号决定 第 2段及第 XIII/11 号决定)  

(d) 对正丙基溴使用和排放情况的年度增订(第 XIII/7 号决定 第 3 段)  

(e) 评估由制冷器构成的此部分制冷服务部门并查明可在向不使用氯氟化碳

的设备过渡方面采取的激励办法及所遇到的障碍(第 XIV/9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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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评估用于满足第 5 条缔约方 2004 2010 年时期内国内基本需要的氟氯化

碳和四氯化碳的供应情况(第 XV/2 号决定)  

(g) 非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逐步淘汰氟氯化碳可对按第 5 条第 1 款

行事的缔约方国家获得能够负担得起的吸入治疗手段所产生的影响(第

XV/5 号决定 第 7 段)  

(h) 按照第 X/14 号决定中所列加工剂标准 审查各项要求对特定用途进行审

议的申请(第 XV/7 号决定 第 3 段)  

(i) 评估那些可不使用 议定书 附件 A 附件 B 和附件 C 中所列受控物质

(亦即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物质)的实验室和分析手段的研制和可得情况

(第 XV/8 号决定 第 2 段)  

(j) 评估可通过采用技术上和经济上均为可行的检疫和装运前用途替代品取

代甲基溴的数量(第 XI/13 号决定 第 4(b)分段)  

(k) 制订一项及时的行动计划 以便探讨是否有可能在不危及飞机乘客的健

康和安全的前提下修改有关必须在新型机体上使用哈龙的规章条例及其

可行性(第 XV/11 号决定)  

(l) 技经评估组在其 2004 年进度报告中论及的其他议题  

4. 评价和审查蒙特利尔议定书财务机制问题指导小组主席提交的进度报告(第

XV/47 号决定)  

5. 是否需要对实施 蒙特利尔议定书 的多边基金 2006 2008 年时期增资问题

进行一项研究(参阅第 XIII/1 和第 XIII/2 号决定)  

6. 审议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规定 以便对其中涉及多边基金秘书处主任

的提名和任命事项的第 10(k)款进行一项修正(第 XV/48 号决定)  

7. 审议关于 北京修正 各缔约方依照 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 4 条在氟氯烃问

题上所承担的义务的第 XV/3 号决定的执行和实际运作情况  

8. 审议关于监测消耗臭氧物质的贸易及防止此种物质的非法贸易的报告(第

XIV/7 号决定)  

9. 审议对消耗臭氧层物质采用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方面的 新进展

情况(第 XIV/8 号决定 第(b)分段及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的报告 

(UNEP/OzL.Pro.15/9) 第 124 段))  

10.汇报第 XV/15 号决定第 2 段中就尽早汇报消费和生产数据问题规定的相应安

排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履行委员会的工作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11. 在缔约方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各项议题   

(a) 详细拟定关于批准实行多年期甲基溴消费豁免的相关标准和方法(第

Ex.I/3 号决定,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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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供缔约方用于按照关键用途豁免的相关规定汇报其生产 进口和出口的

甲基溴数量的核算框架 以及一个根据缔约方特别会议报告的附件一的

内容编制关键用途豁免情况报告的格式(第 Ex.I/4 号决定 第 9(f)和第

9(g)分段)  

(c) 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在评价关键用途豁免提名方面的工作程序及其职

权规定事项特设工作组的报告(第 Ex.I/5 号决定 第 5 和第 6 段)  

(d) 修改 关键用途提名手册 (第 Ex.I/4 号决定 第 9(k)分段)  

12. 审议某些缔约方针对甲基溴提出的相关议题和提案  

(a) 关于使用甲基溴加以处理的产品和商品的贸易问题 由肯尼亚提交 参

阅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的报告(UNEP/OzL.Pro.15/9) 第 30-33 段  

(b) 消耗臭氧物质的国际过境贸易问题 由斯里兰卡代表其他国家提交 参

阅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的报告 第 178 和 179 段  

(c) 关于为订立防治土壤寄生虫的战略而提供技术和资助的要求 以及关于

翻译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编制的甲基溴替代品评估报告的要求(由布基

纳法索和其他国家共同提交 参阅缔约方特别会议的报告 (文件

UNEP/OzL.Pro.ExMP/1/3) 第 46 和 47 段)  

(d) 要求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提供科学和技术论据 以证明某些进口国家有

合理理由要求必须对农业食品进行消毒 由布基纳法索和其他国家共同

提交 同上  

(e) 允许面粉加工厂保留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甲基溴的灵活性 由毛里求斯提

交  

(f) 要求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对按规范核可把甲基溴作为原料用于检疫和装

运前用途及用于木制模板熏蒸用途进行评估 由危地马拉提交  

13. 审议是否需要对消耗臭氧物质销毁技术的现状进行审查(第 XIV/6 号决定 第

5段)  

14. 欧洲共同体针对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缔约方的甲基溴进一步临时削减步骤提

议的调整    

15. 欧洲共同体提出的关于加速对 蒙特利尔议定书 进行修正的修正草案   

16. 其他事项  

17. 通过报告  

18. 会议闭幕  

----- 


